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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娜）10 月 11 日，记者
从西宁市城管局获悉，根据国家《生活垃
圾分类标志》《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办法》和《西宁市 2018 年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行动方案》的要求，为进一步加强
垃圾分类管理工作，西宁市规范统一生活
垃圾分类设施标准。

统一生活垃圾分类标准，严格按照
“生活垃圾分类四分法”分类，即可回收

垃 圾 、 厨 余 垃 圾 、 有 害 垃 圾 、 其 他 垃
圾 。 可 回 收 垃 圾 包 括 废 弃 的 纸 张 、 塑
料、金属、纺织物、电器电子产品、玻
璃、包装物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物
质； 厨余垃圾包括废弃的剩菜、剩饭、
瓜果皮核、腐肉、骨头畜禽产品内脏等
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易腐性垃圾；有害垃
圾包括废弃的电池、电子产品、过期日
用化妆品、废油漆桶、过期药品等对人

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
危害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包括除有害
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以外的生
活垃圾。

统一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规格及颜色，
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
居民小区、家属楼院等住宅区，宾馆、
商场、商铺、集贸市场等经营场所，机
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公园等公共

场所，按统一规格及颜色要求设置。
规格方面，要求尺寸为长 725毫米、宽

575 毫米、高 1055 毫米，厚度为 5 毫米，容
积为 240 升，正常使用寿命不小于 6 年，样
式为整体式脚踏设计，尺寸规格与垃圾分
类装载车配套使用。颜色方面，统一按照
可回收垃圾桶为蓝色、厨余垃圾桶为绿
色、有害垃圾桶为红色、其他垃圾桶为灰
色设置。

西宁市统一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本报讯 （记者 周建萍） 对企业而言，
减免税费是最好的帮扶政策。10 月 11 日，
来自西宁市财政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底，西宁市通过合理降低企业成本负担系
列措施，落实国家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
等行业增值税税率政策，上调小规模纳税
人年销售额标准，扩大减半征收所得税小
微企业范围，先后减免各类税收 51亿元。

不仅如此，今年以来，西宁市支持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采取贷款贴息、资金奖
励、无偿资助等方式，为 83户中小企业落
实扶持资金 2400万元。严格执行涉企收费
目录清单制度，积极落实国家降费政策，
及时对取消、停征、缓征和降低收费标准
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项目
在系统内部控制，从源头杜绝私设收费项
目、擅自扩大收费范围，以及乱摊派、乱
罚款等现象。

积极推动财金深度融合，加大中小微
企业风险池贷款和金穗服务惠万家工程推
进力度，目前已累计发放风险池贷款 5.5
亿元，有效支持西宁市中小微企业发展，
发放金穗服务惠万家工程贷款 8.8 亿元，
贴息资金 1700 余万元，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此外，西宁市金融控股集团、信用担
保集团正式挂牌运营，注入 8300万元支持
市信保集团增加注册资本金。注资 8000万
元挂牌成立的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西宁分公司及三县分公司，不仅
能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还能有效
改善全社会融资环境。

西宁市
为企业减负51亿元

本报讯 （见 习 记 者 代 雯 洁） 日
前，城北区小桥大街教育学区、西宁
市二十一中教育集团组织辖区七所小
学及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斜沟中心学
校 100余名师生，走出校园，到浦宁之
珠、海湖新区北城七区、湟水国家湿

地公园、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等地参
加游学活动。

孩子们步入浦宁之珠城市规划馆
后，兴致勃勃地观看西宁历史变迁、
城市规划设计。特别是西宁市“十三
五”规划设计，让学生们驻足长留，

深受鼓舞。游学过程中，学生们还参
观了湟水国家湿地公园和青藏高原自
然博物馆，学到了更多自然科学方面
的知识，了解大美青海的生态发展，
体会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和谐共存的
现实意义。

城北区百余名师生参加主题游学活动

本报讯（记者 莫青 见习记者 代雯
洁）10 月 11 日，西宁市文明办、西宁市教
育局召开 2018年度西宁市文明校园命名
暨经验交流会，共评选出 40 所学校为第
三批西宁市“文明校园”。

2018 年度共评选出西宁市城西区光
华小学、西宁市总寨镇逯家寨学校、西
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等 40所学校为第
三批西宁市“文明校园”，目前西宁市
共有 150 所中小学校荣获西宁市“文明

校园”称号，市级文明校园创建率达
54%，青海昆仑中学、湟中县鲁沙尔第
二小学等 12所学校为省级文明校园候选
单位，西宁市第十四中学荣获全国文明
校园称号。

40所学校荣获2018年度“文明校园”称号

本报讯（记者 祁宗珠）“这里有位出
租车司机晕倒了，你快来看看。”10 月 10
日下午，西宁两位辅警开车经过新宁路
十字时，被两位路人紧急拦下。这到底
怎么回事？

10 日 15 时许，西宁市城西区新宁路
十字附近路段有些拥堵，辅警李永明和
赵隆晶开着警车正准备到城西公安分局
提交材料。突然，一名男子冲到车子旁
边，将警车拦了下来。

“这里有位出租车司机晕倒了，快来
看看。”得知这一情况后，李永明把警车
开到出租车跟前了解情况，赵隆晶下车
疏导交通。

女司机靠在驾驶员座位上，一动不
动。李永明观察发现，“她 30 多岁，眼睛
睁不开，嘴角一直在动，不停地说话，就
是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两名拦截警车的男子告诉李永明，他
们已经拨打了 120 以及 110，正在等待专
业人员前来抢救。

了解情况后，李永明和同事决定，先
把出租车司机搀扶到新宁广场西北角的
树荫下，等待 120 急救车的到来，又将出
租车停至五四西路不堵车的位置。等他
们把两辆车挪开时，120 急救车以及西宁
市公安局城西分局五四大街派出所的出
警民警也赶到了。

医生初步检查后认为，女司机需要及
时送到医院接受治疗。随即，在两名热心
男士及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女出租车司
机被抬上了120医疗急救车送往医院。

当晚，女司机在青海省交通医院治疗
后身体恢复正常。此外，五四大街派出
所民警经过努力，联系到了司机的家人，
随后家人赶到医院，将司机接回家中休
息。

10月 11日 17时 30分许，记者联系女
司机李师傅的爱人李先生得知，李女士
已经出门接孩子去了，她身体正在恢复
中，这两天还需要好好休息。

原来，10 日下午，李女士因为贫血出
现了晕厥，好在两位来自北京的乘客及

时帮忙，李女士得以脱险。李先生说，
“爱人在遇险的关键时刻遇到了好人，我
感谢他们。”

记者联系两名拦截警车救人的北京
乘客黄常伟和路川锋得知，他们是北京
一家公司的员工，这两天正忙着在青海
省博物馆参加一场大型展出。10 日下
午，他们原本从胜利路打车出去办事，出
租车在路过新宁路十字遇到红灯转绿灯
时，发现女司机靠在驾驶员座位上晕厥
了，于是他俩赶紧下车拦车救人。

的姐突然晕厥 俩外地乘客急救助

10 月 10 日，记者
从西宁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处获悉，“出入
境自助签注一体机”
在西宁市公安局多个
基层户政大厅陆续亮
相，集中办理港澳、台
通行证团体旅游二次
签注和剩余签注次数
查询手续。图为西宁
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南
川西路派出所民警演
示签注流程。
本报记者 祁宗珠 摄

救人现场救人现场。。((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五四大街派出所供图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五四大街派出所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郑思哲） 自 2013 年西
宁市开展“公交都市”创建工作以来，西
宁市的公共交通发展迅猛，特别是最近一
年，扫码支付、全新智慧乘车 APP 的上
线，使得西宁市的公交发展进入全新的智
慧公交时代。

自 2013年西宁市开展“公交都市”创
建工作以来，西宁市先后建成并投入使用
火车站客运综合枢纽、八一路客运枢纽和
150 个公交港湾等公交基础设施；规划并
启用 14公里的公交专用道，建成智慧公交
应用系统，上线“西宁公交”手机 APP，
试点推进手机移动支付，公共交通的便捷
性和交通高峰时段的运行效率明显提升。

“十三五”时期是我省推进内外交通
互联互通的关键时期，也是西宁市建设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美丽交
通走廊，助力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的关
键时期。西宁公交集团以此为契机，通过
科学规划和系统建设，建设公共交通调度
指挥与应急处置中心，利用大屏实施运行
监管；智能调度系统，实现对运营车辆全
程监控和柔性化智能调度；多维度全覆盖
的视频监控系统，覆盖所有公交车辆及公
交场站，实现对公交不规范行为的实时监
管和场站的安全生产管理，也为社会公共
安全事件提供有力佐证；乘客信息服务系
统，实现公共交通信息的对称发布，提
高市民乘车体验感，打造出行前、出行
中、出行后的全程高效准确的乘客出行信
息服务；智能公交电子站牌建设，实现电
子站牌系统主城区全覆盖，让市民感受到
更优质的乘客信息服务等一体多样性的城
市公共交通体系。

西宁步入智慧公交时代


